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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上半年净利润

同比增长174.6%

●本报记者 张军

7月30日晚，紫金矿业公布2021年半年报。 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1098.63亿元，同比增长32.1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49亿元，同

比增长174.6%。 公司表示，将把握全球新能源和

新材料的发展方向， 拓展与新能源新材料相关的

关键矿种。

主营矿产品量价齐增

上半年， 紫金矿业抢抓基本金属市场强势上

涨机遇，主营矿产品量价齐增，主要经济指标跨越

式增长。

上半年，公司产黄金149933千克，同比下降

7.58%； 产铜555872吨， 同比增长6.52%； 产锌

344035.5吨，同比增长30.1%；产银461348.25千

克，同比增长18.52%；产铁精矿233.9万吨，同比增

长9.69%。

半年报披露， 紫金矿业的电解铜单价为

60978元/吨，矿产铜实现销售额1265761万元；矿

产锌单价为13313元/吨，实现销售收入263093万

元； 矿产金单价为352.18元/克， 实现销售收入

748072万元。

对于主要金属未来价格走势，紫金矿业认为，

全球制造业PMI指数超预期恢复，“双碳” 政策持

续加码，清洁能源及电动汽车、储能电池行业蓬勃

发展，传统与新兴用铜需求领域向好，供需两旺，

预期价格高位震荡上扬。

一批项目相继投产

上半年，紫金矿业一批项目相继投产。

5月26日，紫金矿业世界级铜矿卡莫阿-卡库拉

铜矿建成投产。 6月16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公

司旗下位于塞尔维亚的世界级矿山丘卡卢-佩吉

铜金矿上部矿带进入试生产阶段。佩吉铜金矿上部

矿带采选项目设计年处理矿石330万吨，投产后预

计年均产铜9.1万吨，产金2.5吨。

资料显示，佩吉铜金矿分成上部矿带和下部

矿带。 其中，上部矿带拥有铜资源储量128万吨，

平均品位3%；金金属81吨，平均品位1.91克/吨。

上半年，紫金矿业境外项目实现矿产金11.88

吨、矿产铜10.27万吨、矿产锌10.19万吨，分别为

公司总量的53.97%、42.68%、51.90%。

针对下半年具体业务策略，紫金矿业提到，下

半年主要矿产品增量项目包括：刚果（金）卡莫阿

-卡库拉铜矿一期第一序列， 预计新增权益铜产

量约4万吨； 塞尔维亚佩吉铜金矿上带矿试生产，

预计新增约4万吨铜产量、2吨金产量等。

公司表示，将抢抓机遇，加速资源优势向经济

效益转化。进一步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投产，全力推

进刚果（金）卡莫阿-卡库拉铜矿一期二序列采

选项目建设，推进二期工程开工；努力实现西藏巨

龙铜矿一期项目年底投产； 有序启动塞尔维亚佩

吉铜金矿下部带、 西藏巨龙铜矿二期等项目部分

关键工程建设。推进塞尔维亚紫金铜业、哥伦比亚

武里蒂卡金矿、圭亚那奥罗拉金矿、澳大利亚诺顿

金田、黑龙江铜山铜矿、山西紫金、贵州紫金等一

批改扩建项目提质增效。 进一步培厚矿业工程技

术开发和管理能力， 做好自然崩落法在JM铜矿、

佩吉铜金矿、罗卜岭铜矿、铜山铜矿等境内外地下

矿山的研究及开发应用。

紫金矿业指出， 将加大自主找矿勘查和资

源并购力度， 积极寻求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中

大型公司并购机遇， 大幅度提升矿产资源储

备。 把握全球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发展方向，以

项目为载体、以技术为先导，高水平、高起点介

入， 分步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落

地， 拓展与新能源新材料相关的关键矿种，构

建全新增量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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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129号金隅大厦五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2,740,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2.18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副董事长徐姗娜女士主

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全部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新华网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刘加文、黄澄清、俞明轩因工作安排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杨庆兵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副总裁陈宇先生、财务总监任劼先生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2,702,745 99.9882 37,955 0.011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22,702,745 99.9882 37,955 0.0118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刘健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322,659,551 99.9749 是

3.02

《关于选举钱彤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322,659,551 99.9749 是

3.03

《关于选举周红军女士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22,659,551 99.9749 是

3.04

《关于选举杨庆兵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22,659,551 99.9749 是

4、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王建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322,689,403 99.984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新华

网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

5,229,525 99.2794 37,955 0.7206 0 0.0000

3.01

《关于选举刘健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5,186,331 98.4594 0 0.0000 0 0.0000

3.02

《关于选举钱彤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5,186,331 98.4594 0 0.0000 0 0.0000

3.03

《关于选举周红军

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5,186,331 98.4594 0 0.0000 0 0.0000

3.04

《关于选举杨庆兵

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5,186,331 98.4594 0 0.0000 0 0.0000

4.01

《关于选举王建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5,216,183 99.0262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丘汝、彭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以

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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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通知和材

料于2021年7月3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1年7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4人，实际出席董事14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新华

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副董事长徐姗娜女士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健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刘健先生本人已回避表决。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

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召集人，任期与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调整后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名单如下：刘健先生、徐姗娜女士、丁平先生、叶芝女士、黄澄清先

生，其中刘健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刘健先生本人已回避表决。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

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并调整第四届董事会编辑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编辑政策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召集人,任期与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意选举钱彤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编辑政策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时刘加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编辑

政策委员会委员。

调整后董事会编辑政策委员会名单如下：刘健先生、徐姗娜女士、钱彤先生，其中刘健先生担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刘健先生、钱彤先生本人已回避表决。 同意的票数占全

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编辑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红军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常务副总编辑，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周红军女士本人已回避表决。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

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编辑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编辑，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表决权票数的100%。

三、上网公告附件

1、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附件：

刘健先生简历

刘健先生，汉族，197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记者职称，1992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

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1992年7月至2003年5月，任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2003年5月至2003年7月，任新华

社重庆分社记者；2003年7月至2009年1月， 任新华社重庆分社总编室副总编辑；2009年1月至2012年12

月，任新华社重庆分社总编室常务副总编辑；2012年12月至2016年3月，任新华社重庆分社副社长、党组

成员；2016年3月至2016年11月，任新华社重庆分社副社长、分党组成员；2016年11月至2021年4月，任新

华社江西分社社长、分党组书记；2021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2021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长、总裁。

刘健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钱彤先生简历

钱彤先生，汉族，196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记者，1991年7月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英

语语言文学专业。 1991年8月至1993年7月在北京周报社从事翻译工作；1993年7月至2006年8月在新华

通讯社对外部先后任记者、中央外事新闻采编室副主任、发稿中心副主任；2006年8月至2016年2月，任新

华社国内部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外事采访室主任；2016年2月至2016年9月，任新华社总编室融合发展中心

副主任；2016年9月至2019年5月， 任新华社总编室融合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2019年5月至2021年2月，

任新华社总编室全媒编辑中心副主任；2021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常委；2021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总

编辑；2021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钱彤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红军女士简历

周红军女士，汉族，1963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编辑，1985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

学外文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7月至1987年6月，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法文组助理编辑；1987年6月

至1993年2月，任新华社主管中国新闻学院（已停办）教师；1993年2月至2014年11月，在新华社国内部先

后担任特稿室编辑、产业新闻编辑室副主任、发稿中心副主任、国内分社业务管理室主任；2014年11月至

2018年12月，任本公司副总编辑；2018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编辑、党委常委；2021年7月至今，

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周红军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娟女士简历

刘娟女士，汉族，196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编辑，2000年5月获得吉林大学政

治学理论专业法学博士学位。 1989年7月至1996年9月，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师；1996年9月至2000年5

月，于吉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5月至2005年10月,先后担任本公司国际频道主编、新闻中心带班

人、评论部副主任；2005年10月至今，任公司思客知识中心总监（原名为社交网络中心总经理）；2014年9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编辑。

刘娟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政策力促物业服务行业规范化发展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 物业行业监管政策密集发布，

物业公司成本日趋透明，高利润模式受到

考验。

从房企披露的2021年上半年业绩预告

看，物业板块整体表现不俗。 物业板块凭借轻

资产运营模式、稳定持续的现金流以及创新模

式带来的业务增量取得了较快发展。业内人士

指出，物业管理成为部分房地产企业转型的方

向，随着监管的加强，房企向物业管理转型面

临更多不确定性。

提高服务水平

7月23日，住建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对

物业服务行业整治重点包括侵占公区收益、未

按规定使用维修资金、 未提供合同约定的服

务、未按合同约定收费、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

目等违规行为。

业内人士指出， 政策促进物业行业规范

化、市场化发展。操作不合规、服务品质差的物

业管理公司受到挤压，而经营规范、服务品质

佳的物企有望获得更多市场空间，促进全行业

提高服务水平。

7月27日，北京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布

《北京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成本计价规则（试

行）》， 明确了物业服务人提供的一般物业服

务，包括综合服务、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

运行和维修养护、环境维护、绿化养护、公共秩

序维护五大类、110项物业服务事项， 进一步

明确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边界。

中指研究院指出， 这将有效促进物业服

务费定价、收缴的规范化和公开化，推动物业

服务价格市场化， 鼓励企业提供质价相符的

服务。 政策鼓励企业不断创新，提高效能，带

动行业转型升级。 相关规则的制定，对于解决

老旧小区改造和服务也有正向影响， 服务内

容、成本计价的明确，可持续提高老旧小区服

务品质。

业务稳定发展

从上半年业绩预告看，物业服务板块为

不少房企提供了较大助力。 有的房企表示，

通过发展物业等板块，重新回到轻资产运营

模式。

世联行预计2021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00万元至7500万元，

同比扭亏。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公司表示，物

业管理业务稳定发展，收入持续增长。

部分物业在管面积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7

月19日，恒大物业发布公告，预计今年上半年

股东应分配利润同比大幅增长70%左右。公司

表示，物业在管服务面积、社区增值服务、非业

主增值服务均大幅增长，公司积极采取标准化

运营和智慧化服务， 带来综合盈利能力的提

升。 公告显示，截至6月30日，恒大物业总合约

面积约8.1亿平方米，总在管面积约4.5亿平方

米，分别较去年底新增约2.5亿平方米和1.5亿

平方米。

新大正物业管理业务表现不俗。 2021年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638万元，同比

增长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38.64万元，同比增长38.37%。 据新大正披

露，公司新拓展项目中标总金额约8亿元。 受

益于公司持续的标准化建设及品质管控，有效

提升了项目品质对市场的带动作用，助力新项

目拓展及老项目续约。

估值普遍较高

随着大盘波动加剧，近期不少物业类公司

股价大幅波动。 业内人士指出，物业公司普遍

估值较高，前期积累了较大涨幅。同时，物业行

业作为惠及民生的产业，其高盈利的持续性有

待观察。

中信证券研报显示， 基础服务毛利率预

计难有提升空间，增值服务增长空间广阔。物

业服务成本计价主要是指对应物业费的成本

计量。由于物业管理公司可以通过科技赋能、

管理提效以降低成本。 政策鼓励物业管理结

合生活服务发展，鼓励探索养老、家政等服务

新模式。

兴业证券研报认为，政策支持和引导行业

规范化、市场化发展的趋势不变；行业空间持

续打开，整合加速的趋势不变。 物业管理存量

+增量的发展模式、无重大资本开支、净现金

的财务状况、稳定的派息分红，决定了行业的

估值下限，而管理服务水平、业绩增长潜力等

决定了估值上限。

贵州茅台上半年赚246亿同比增9.0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68%

贵州茅台7月30日晚发布半

年报。 上半年，贵州茅台实现营业

收 入 490.8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1.68%； 归母净利润为246.54亿

元，同比增长9.08%。

贵州茅台表示， 今年以来，公

司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

“五星茅台” 建设为重要抓手，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生产经营和改革

发展各项工作，保持了“稳” 的大

局，实现了“进”的预期。

●本报记者 潘宇静

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增加

今年上半年， 贵州茅台取得近六年的半

年报业绩最低增速。 Wind数据显示，2016年

-2020年， 贵州茅台的半年度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速分别为 11.59% 、27.81% 、40.12% 、

26.56%、13.29%。

2021年上半年， 公司完成基酒产量5.03

万吨。 其中，茅台酒基酒产量3.78万吨，系列

酒基酒产量1.25万吨。

公司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均同比增长。

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成本为42.32亿

元， 同比增长12.79%； 销售费用为12.91亿

元，同比增长10.94%。

对于营业成本增长的原因，贵州茅台称，

主要在于销量增加、 生产成本增加及产品结

构变化。对于销售费用增长的原因，贵州茅台

称，主要在于酱香系列酒促销费增加。

从经销商情况看，截至2021年6月末，贵

州茅台的国内经销商总量为2096个。 公司

称，酱香系列酒经销商增加，茅台酒经销商减

少。 从2020年半年报看，贵州茅台的经销商

数量有2051个。

此外， 贵州茅台2021年1-6月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217.19亿元， 同比

增长72.09%。

机构仓位有增有减

贵州茅台一季报披露，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持股432万股， 位列公司第九大股东。 不

过，上述基金并未出现在贵州茅台半年报中。

根据贵州茅台半年报，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减持了847.32万股， 仍位

居第二大股东。同时，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

限责任公司减持182.72万股。

有机构进行了加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期内增持162.78万股， 持股比例达到

0.38%，并位列第八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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